新东海国际观光旅行社

洗温泉浴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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游箱根国立公园，
逛迪士尼乐园，
观赏横滨湾夜景
游遍东京，横滨，看最新家电，品尝日式料理，玩迪士尼乐园，享受温泉浴，日本的山，水，湖，尽在此
行中，让您绝对不虚此行，大开眼福！

日本地接团费一位是 65，000 日元
（共带 4 顿早餐，3 顿中餐，4 顿晚餐。日本中餐平均 1000 日元，晚餐平均 1500 日元，酒店均带早餐，4 星酒店）

日期
第一天

城市

行

程

中国

于中国国内机场集合，乘国际航班飞往东京成田机场，抵达后入住酒店

东京

休息。

用餐

住宿
成田机场酒店或东京浅草

晚餐

眺望宾馆或品川王子饭店

早餐后，乘车前往箱根国立公园区，在美丽的芦之湖畔，坐车登山，尽
情游览世界罕见的火山遗址 大涌谷：白烟弥漫、硫磺刺鼻、地热喷涌，
堪称世界一大奇迹。此外可品尝经火山地热熏陶的长寿蛋---黑玉子蛋，

第二天

东京
箱根

吃一个听说长寿 7 年。

早餐

在桃源台港可乘坐海盗观光船，尽情欣赏风景优美的芦之湖（乘务员都

午餐

扮演成海盗所以叫箱根海盗船）
。

晚餐

箱根温泉酒店

乘车沿途可以眺望日本的象征、美丽的富士山,可以观赏周围翠峰环拱，
清晰湖面的秀丽景色。
当晚入住温泉酒店 体验日式料理及温泉。
上午乘坐旅游车前往前往富士山资料馆，以及国家自然风景区“忍野八

海”
（可以看到错落有致地散布着八个清泉，据说忍野八海在 1200 年
箱根
第三天

横滨
东京

前就有了。富士山雪水流经地层过滤成清澈的淡泉水，再从忍野八个
地方涌出来，平均水温约摄氏十三度，水质清冽甘甜。
）
下午横滨观光（横滨湾山下公园，亚洲最大的唐人街：横滨中华街）
傍晚 在横滨乘坐游览观光船（ROYAL WING 号），在豪华游艇中品尝高
级中餐自助餐，在观赏横滨美丽夜景时，还可以聆听船舱内的钢琴表

早餐

午餐

东京浅草眺望宾馆或
品川王子饭店

晚餐

演，观赏魔术表演。
前往东京皇居（二重桥外苑） 家电动漫发祥地秋叶原以及免税店 浅草
观音寺，仲见世商店街
第四天

东京

下午游览东京铁塔后 游东京迪士尼乐园（自费项目、一位 8000 日元）
。
东京迪士尼乐园每天都吸引着成千上万的来客。从 1982 年建立以来，迪士尼热
现象经久不衰，它除了保持了美国迪士尼乐园的风格外，还有大型的游行表演，

早餐

东京浅草眺望宾馆或

午餐

品川王子饭店或成田

晚餐

机场酒店

大家深爱的米老鼠、小熊维尼就在你的身边。

第五天

东京

于指定时间集合，前往东京成田国际机场，乘国际航班返回中国，结束

早餐

中国

愉快旅行。

机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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●

组团人数：30 人，但是组团人数可商量。

●

价格及行程的调整：我司保留因现地交通、汇率及其他不可抗力因素（自然灾害如北海道
大风雪等，政治形势、政府法令、航空、铁路、及公路等出现紧急情况）而调整价格的权
利。行程为参考行程，最终行程以出团通知为主。由于天气，交通，疾病以及其他不可抗
拒的各种情况，我司在尽量不减少景点的情况下，有权调整行程的先后顺序或更改行程或
取消某些景点。

●

就餐：带 5 顿早餐，4 顿中餐，5 顿晚餐。中餐平均 1000 日元，晚餐平均 1500 日元。酒
店均带早餐。

●

团费包含：日本国内住宿费（4 星级），餐费（不用餐也不退费）
，交通费，各景点的门票。
团费不含：中国国内交通等国内费用，护照费，国际旅游保险费，旅游签证费，机场建

设费。
●

导游：全程中文导游。

●

酒店 ：住 4 星酒店酒店为双人间, 如需利用单间,要加收费用

●

旅游车：根据组团人数而使用的相应的旅游车。

●

离团：根据日本国土交通省的规定, 原则上,不能离团。

●

有关旅行保险：团费不包括任何旅行保险,我们强力推荐: 请在出团之前,一定参加各种任
意国际旅行保险

●

团费结算：入境前 3 天(工作日)必须付清团款，原则上,用日元结算,也可用人民币结算。
具体的按付款合約办理。

团费请汇到以下帐号
「銀行」 Bank of Tokyo-Mitsubishi UFJ,ltd
「帐号：ACCOUNT No.」 0015073

「名义人」

「支店名」

Asakusabashi branch,Tokyo

Shintoukai Travel,inc.

「银行国际代码（銀行の国際的ＩＤ）：Bank Swift Code」

BOTKJPJT

「支店所在地」 Bank Address 1-23-6 Yanagibashi,Taitou-ku,Tokyo/111-0052
●

团队更改及取消费用（毎人）
出团前 5 天(5 个工作日):团费的 10%,
出团前 3 天(3 个工作日):团费的 20%,
出团前 2 天(2 个工作日) :团费的 30%
出团前 1 天(1 个工作日) :团费的 40%
出团当天(预定到达之前) : 团费的 50%
出团当天(预定到达之后) :团费的 100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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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2 天箱根芦之湖

第 2 天远望富士山

第 2 天箱根大涌谷

第 2 天黒玉子

第 3 天忍野八海

第 3 天横浜港夜景

第 3 天 ROYALWING 游览船

第 4 天浅草

第 4 天东京铁塔

第 4 天秋叶原

第 4 天皇居

第 4 天东京迪士尼乐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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